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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美 洲 台 灣 商 會 聯 合 總 會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North America 

總會長辦公室：1045 E Valley Blvd., Suite A211, San Gabriel, CA 91776 

Office: (860) 375-5559；Fax: (323) 890-9999 

E-mail: tccna35@gmail.com Website: www.tccna.org 
 

 

第35屆第二次理監事實體暨視訊聯席會議邀請函 
     

      敬致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顧問、副總會長、諮詢委 

 員、理事、監事和青商們，大家好！ 

 

     繼鳳凰城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後，大家互約再相會，尤其在疫情 

 之後，每一次的相會都彌珍貴。此次在準備第35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的地點及時間上，我抱持日乾夕惕的信念，與工作團隊一起努力完成所有 

 前置作業，本人期待以最高規格，來服務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所有 

 先進們。 

 

     在此同時，隨函發送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的報名表及會前旅遊資訊 

 ，北美總會此次開會方式仍然維持實體會議暨視訊方式參與，為方便於不 

 克出門的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先進們，可以安心在家裡參加視訊會 

 議。 

 

     在經過精心實地勘察，最後決定在夏威夷國際著名景點Waikiki的 

 Marriott Waikiki Beach Resort & Spa舉辦聯席會議，在長久疫情封鎖 

 下，終於可以和商會朋友們一起奔向大海，脫下口罩，一解悶壞許久的心 

 情。期待大家踴躍來報名，逗陣來逗鬧熱，相揪作伙趴趴走！讓我們一起 

 準備好心情，整裝待發，大聲吶喊：阿羅哈！我們來囉！ 

               

                           總會長 吳東昇 

監事長 方芸芸 敬邀 

mailto:tccna35@gmail.com
http://www.tcc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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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35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日程表: 11/17/22~11/20/22 

地點: Marriott Waikiki Beach Resort & Spa 

2552 Kalakaua Avenue, Honolulu, HI 96815 (808)921-5444             

日期 美西時間 內      容 地    點 

11/17 
(四) 

10:00~17:00 與會人員報到 
Marriott Waikiki Beach Resort & Spa 

2F Milo廳 

17:00~17:30 
前往晚宴專車集合 
(17:30準時出發) 一樓大廳側門 

18:00~21:00 總會長歡迎晚宴 麗晶海鮮酒樓 

11/18 
(五) 

05:00~11:00 早餐 Kuhio Beach Grill (2樓) 

06:00~ 高爾夫球比賽 Ewa Beach Golf Club  

08:00~09:00 監事會會議 Milo V (2樓) 

09:00~11:00 顧問委員會會議 Milo V (2樓) 

10:00~17:00 與會人員報到 
Marriott Waikiki Beach Resort & Spa 
2F Milo廳 

11:00~17:00 一日遊(參考附件) 一樓大廳側門 

17:00~21:00 外交部晚宴  Rock-A-Hula Dinner & Show 

11/19 

(六) 

05:00~11:00 早餐 Kuhio Beach Grill (2樓) 

09:00~10:15 開幕典禮 Kona Moku Ballroom (3樓) 

10:15~10:30  休息時間 Kona Moku Foyer  

10:30~12: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Kona Moku Ballroom (3樓) 

10:30~16:00 青商聯席會議 Kaimuki 1 (2樓) 

12:00~14:00 經濟部經貿研討餐會 Waikiki Ballroom (3樓) 

13:00~14:00 商務商機論壇 Waikiki Ballroom (3樓) 

14:00~16:00 理監事聯席會議 Kona Moku Ballroom (3樓) 

16:00~16:30 閉幕典禮 Kona Moku Ballroom (3樓) 

18:30~22:00 僑委會晚宴 Kona Moku Ballroom (3樓) 

11/20 

(日) 

05:00~11:00 早餐 Kuhio Beach Grill (2樓) 

13:30~ 後會有期! Kuhio Beach Grill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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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35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報名須知 

 

一、 會議日期：2022 年 11 月 17日至 11 月 20 日（請參閱日程表）。 

二、 為配合 E 化作業，參加會議和高爾夫球賽請使用以下 Google Form 連   

 結報名，若不擅長 E 化作業者，請使用附件報名表。 

 參加會議報名連結 https://forms.gle/YL8k8AnWdxJMYsSj8 

       參加高爾夫球賽報名連結https://form.jotform.com/222203937847056 

三、 會議地點及住宿： 

(一) Hotel Name : Marriott Waikiki Beach Resort & Spa  

        Address : 2552 Kalakaua Avenue, Honolulu, HI 96815  

     Hotel  Front  Desk : (808) 922-6611  Hotel Reservations : (808) 921-5444 

       (二) 房價： 

房間類別 房價 (每晚) 

單人城市房(City View)           $279含一份早餐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單人海景房(Ocean View)          $319含一份早餐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雙人城市房(City View)          
(1 King Bed or 2 Beds) $299含二份早餐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雙人海景房(Ocean View)         
(1 King Bed or 2 Beds) $339含二份早餐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三)訂房方式：       

1. 請使用飯店訂房網站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2. 撥打訂房專線 ：1-808-921-5444。 

3. 飯店住宿優惠價適用入住時間：2022 年 11 月 14 日起至 11 月 

23 日止，請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訂房，方可適用住宿優惠價。 

4. 訂房須知及自行負擔費用： 

a. 於入住日期前 72 小時內取消訂房者，仍需自行負擔一

晚房價(含稅)費用。 

b. 團體自助停車費優惠價：$ 30 /每車每日。 

c. Resort Fee discount $25。 

 

https://forms.gle/YL8k8AnWdxJMYsSj8
https://form.jotform.com/222203937847056
http://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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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在Check-in 同時向櫃台領取早餐券(Breakfast Vouchers) 。 

(四)會議出席費     

1. 第 35 屆理監事以上人員並確認會籍者，免收出席費。 

2. 確認會籍之理監事以上人員，配偶或直系親屬第一人出席，免收出席 

費，第二人以上出席者，出席費每人美金600元。 

3. 歡迎非理監事人員，以會員身分參加者，出席費每人美金600元。 

4. 無識別證者，謝絕參加本次所有活動。 

(五)會議報到手續皆須由本人親自辦理，恕不接受代理報到。 

   (六)會議報名、飯店訂房、會前旅遊所有程序，請於9月30日前完成。 

   (七)接機日期及時間    

       11月17日(週四)上午10點至下午5點抵達夏威夷Daniel K.  

       Inouye(HNL)國際機場時，請各自領取行李後前往國際抵達大廳  

       (International Arrival) 集合，總會安排接機人員帶領大家乘 

       坐Shuttle Bus 到大會旅館。  

   (八)線上會議簽到方式說明： 

1. 理監事聯席會議的「視訊報到」，將採用在 Webex Chat視訊報到。     

2. 請於視訊會議的 Chat 留言板留言，例如：「吳XX，洛杉磯商 

  會」，以便記錄您的出席率。視訊報到於會議結束前 15 分鐘束 

  報到， 所有Chat留言板內報到留言，將被保留並納入會議紀錄。 

3. 如需請假者，請將您的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Letter of Proxy) 

  電郵至總會秘書處，秘書處信箱tccna35@gmail.com。 

4. 如需提出重要提案，請於11月3日午夜前將提案表電郵至總會秘 

  書處，秘書處信箱tccna35@gmail.com，以利顧問委員會討論及立 

  案，逾時，將以臨時動議方式處理之。 

mailto:tccna35@gmail.com
mailto:tccna3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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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35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理監事出席會議報名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北美洲總會職稱： 所屬地區商會： 

州別： 行業別： 

性別：□  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電話： 手機： 

E-mail： 飲食：□葷 □素 

隨行 

眷屬 

中文姓名(同護照) 英文姓名(同護照) 性  別 關係 飲食 

  男 / 女  □葷    □素 

* 出席第 35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實體會議 □線上視訊會議。 
出 
 
席 

費 

1.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理監事以上人員(本人)免繳。 

2. 理監事以上人員限配偶或直系親屬一人出席，免收出席費。 

3. 歡迎非理監事人員，以會員身分參加者，出席費每人美金 600 元。 

報 名 Google Form Link：https://forms.gle/YL8k8AnWdxJMYsSj8 

 

 
訂 
 
房 
 
資 
 
料 

★飯店住宿優惠價適用於 2022 年 11 月 14 日起至 11 月 23 日止。 

★欲訂房者，務請於 9 月 30 日以前逕自使用團體訂房連結上網訂房或撥打電話至(808) 921-5444 

請 直 接 在 飯 店 訂 房 網 站 訂 房 ：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房間類別 房 價 訂房數 

單人城市房(City View) $279含一份早餐(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___間 

單人海景房(Ocean View) $319含一份早餐(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___間 

雙人城市房(City View)    
(1 King bed or 2 Beds) 

$299含二份早餐，一或兩張床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___間 

雙人海景房(Ocean View)   
(1 King bed or 2 Beds) 

$339含二份早餐，一或兩張床 
(未包含稅及私人消費) 

___間 

入住日期: 月 日 退房日期: 月 日 

 
餐 
 
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餐宴，參加者請勾選。 

11/17(四)總會長歡迎晚宴 參加 □是  人 □ 否 

11/18(五)一日遊                                  參加 □是  人 □否 □魚 □雞 □牛 □素 

11/18(五)外交部晚宴 參加 □是  人 □ 否 

11/19(六)經濟部午宴 參加 □是  人 □否 □魚 □雞 □素 

11/19(六)僑委會夏威夷之夜 參加 □是  人 □否 □魚 □雞 □牛 □素 

班 

機 

 
需要接機：  □是 □ 否 
抵達班次日期時間： 

 
需要送機：□ 是  □  否 
出發班次日期時間： 

 
接機地點請至國際抵達大
廳， 
大會將另行宣佈送機地點 

會前 

旅遊 A.B.C.D.E.五團 會前旅遊請參考第 12 頁至第 22 頁 

截止 

日期 

出席會議報名表於 2022 年 09 月 30 日截止報名。 

備 

註 

大會聯絡人：秘書長： 溫玉玲 (626) 236-8559  接機組： 吳惠鉉 (626) 374-5037 王月杏：(808)-224-1220 

http://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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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一日遊 

11/18 上車時間 : 11:00 集合地點 : 酒店側門 Tour Bus Depot 

    11:00 集合出車前往午餐, 接著展開一日遊觀光 

Diamond Head Crater 鑽石頭火山口： 

鑽石山是一座死火山。在古代，夏威夷人稱這座山為 Lēʻahi，翻譯成中文

為“金槍魚的背鰭”。因為脊線的形狀類似於金槍魚背鰭的形狀。 

19 世紀，英國水手誤以為山石中的石晶是鑽石，並給它起了英文名

*Diamond head*。 (途經) 

 

Kahala Residential Area 卡哈拉住宅區: 

鑽石頭山下是我們歐胡島的富人 區，卡哈拉地區的平均價格比要 3 到 

500 萬美元。如果是海岸線上的房子，平均要花 1000 萬美元。(途經) 

Hanauma Bay 恐龍灣 ： 

浮潛者來到歐胡島，一定不會錯過最美麗的浮潛地— 

—恐龍灣。凝視檀香山東部，環形海灣海岸的東南端，很難想像這個美麗的

海灣曾經是一個火山口。如今，被海浪侵蝕的火山口已成為重要的自然保護

區和島上最受歡迎的浮潛目的地. 疫情後營業車無法停留(途經) 

 

Blow Hole 噴泉口: 

噴泉口的入口正好面向大海，所以當海浪到達入口時，水會擠進管道，砰的

一聲炸響。水射流將高達 30 英尺。此外，這裡也是冬季觀賞座頭鯨的絕佳去

處。(停留) 

 
 
Pali lookout 巴利瞭望台: 

Nuanu Pali“巴利語”在夏威夷語中是“懸崖”，是一處歷史遺跡。1795 

King Kamehameha 我贏得了最後一場戰爭，統一了歐胡島。激烈的戰鬥奪去了數百

名士兵的生命，其中一些人在最後的手段下被迫從陡峭的巴利懸崖上跳下。巴

利也以其咆哮的風而聞名。當強風從您吹來時，聆聽山間呼嘯的風聲，欣賞歐

胡島青翠的風海岸的壯麗景色。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利用這裡作為進攻珍

珠港的入口。(停留) 

市區觀光遊覽將帶您探訪一些文化古蹟 (途經) 

中國城:  

經過三次火災的洗禮後中國城仍保有一些特色的中國式建築,傳統菜市場,超級商店,畫廊,花店, 是個熱

鬧的小市區. (途經) 

州政府大樓: 

由中國籍建築大師貝律民所設計,主題是火山熔岩的建築,四周環繞象徵太平洋的海水,八根大柱代表夏威夷8

個主要島嶼,柱子上刻著椰子樹,入口鑄有戴綿神父的聖像,他不畏懼染病危險照顧痲瘋病患,協助他們在流放

的Molokai島建立家園及教導他們求生技能,最後也得痲瘋病去世. (途經) 

 

火奴魯魯市政府大樓: 

市長的辦公大樓,白牆紅瓦,每年

聖誕節的裝飾最為有名. (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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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王宮（伊歐拉尼皇宮 Lolani Palace ）: 

1882由國王大衛 Kalakua 修建完成,是美國境內唯一的王宮,至最後的一位

君主 Queen Liliuokalani 1893下台之後,王宮經過幾次的整修,于1962登

記為文化保留遺產. (停留) 

 
 
 
 

夏威夷第一任國王卡梅哈梅哈國王(King Kamehameha)銅像: 

1810 年經過幾年的征戰,來自火山島的勇士 Kamehameha 在大風口的戰役中擊潰歐胡

島的酋長成立夏威夷王國,這個由法國鑄造的 銅像矗立於皇宮的正對面,供人瞻仰. 

(停留)。 

 

 

外交部晚宴 

請攜帶識別證入場 
Please wear your name badge for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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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35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實體暨視訊會議 

 
提案表 

 

案   由： 

 

 

 

 

說   明： 

 

 

 

 

 

 

 

 

辦    法： 

 

 

 

 

 

 

 

提 案 人：                         

連  署  人： 

北美總會職稱： 
 

註1：提案人限擔任北美總會理事以上人員，並有三位理事以上人員連署，否則 

     不予受理。 

註2：本表請於11月3日11:59pm (美西時間)前電郵至總會秘書處，秘書處信箱   

      tccna35@gmail.com，以利彙總整理。 

 

mailto:tccna3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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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第 35 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實體暨視訊會議 

委託代理出席授權書 
 

Letter of Proxy 
 

委託人姓名(Name of Principal): 

 

 

委託人簽名(Signature): 

 

 

委託人所屬地區商會(Local TCC): 

 

 

代理人姓名(Name of Proxy): 

 

 

代理人所屬商會(Local TCC of Proxy): 

 

 

2022   年          月          日 
  

 

註： 若您無法出席本次理事會，請填妥以上代理出席授權書，於11月3日11:59 pm (美西時間) 

           前將本授權書電郵至總會秘書處，秘書處信箱tccna35@gmail.com。本委託授權書僅適用於     

           委託代理出席授權。 
 
 
 
 
 
 
 
 
 
 
 
 
 
 
 

mailto:tccna3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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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Tours Corporation 
1314 S.King Street, Honolulu, Hawaii 96814 

Phone: 808-591-8988 

E-Mail: dragon@dragontours.comWebsite: www.dragontours.com 

「2022 年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會前旅遊報名表 – A,B,C,D,E 團 

報名截止日期: 10/15/2022 
所有參加會前旅遊的貴賓，除了行程包括的住宿旅館，如需要加訂歐胡島住房， 

請自行使用 Hotel 網站加訂優惠房價。 

https://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中文姓名 
 

英文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I.D. number  

手機  Email  

眷屬中文姓名 
 

眷屬英文名 
 

出生年月日 19 年 月 日 I.D. number  

手機  Email  

行程及報價內容 外島機票費用 雙人房 

每人自付款 

單人房 

每人自付款 
特殊餐食 

□A 團-茂伊島 3 天之旅 

11/15-11/17/2022 
□USD:270(預估) □USD:1420 每人 □USD:1920 每人 □素 □其他   

□B 團-火山島 3 天之旅 
11/15-11/17/2022 

□USD:270(預估) □USD:1420 每人 □USD:1920 每人 □素 □其他   

□C 團-火山島&茂伊島 5 天之旅 
11/13-11/17/2022 

□USD:405(預估) □USD:2540 每人 □USD:3540 每人 □素 □其他   

□D 團-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一日遊 
11/16/2022 

Oahu Island □USD:165 每人 註:不含酒店費用 □素 □其他   

□E 團-大環島一日遊 11/16/2022 Oahu Island □USD:125 每人 
註:不含酒店費用 

□素 □其他   

□其他費用 註:機票費以實際 

開票價格為準 

□USD: 

□USD: 
□USD: □USD: 

□素 □其他   

 

報名請洽窗口: Sophia Lin/Selene 王月杏 公:(808)591-8988 手機:(808)224-1220 

E-mail: sophia@dragontours.com/selene@dragontours.com 

Cell/Line: (808)224-1220 (Selene Wang) 

mailto:dragon@dragontours.comWebsite
http://www.dragontours.com/
http://www.marriott.com/events/start.mi?id=1660001008077&key=G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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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Tours Corporation 
1314 S.King Street, Honolulu, Hawaii 96814 

Phone: 808-591-8988 

E-Mail: dragon@dragontours.comWebsite: www.dragontours.com 

 
 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AE 發卡銀行：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   年 月；卡片背面後 3 碼或 AE 正面 4 碼：□□□□ 
 消費金額：USD$ 
 ★2022 年 10 月 15 日前直接傳真 E-mail 至 sophia@dragontours.com 夏威夷龍 
 門運通公司報名。 

 
持卡人簽名(同信用卡簽名) ： 日 期： 

 
收據抬頭： 

 
備註： 

 1.填寫報名表英文姓名及護照號碼需與登機所持之護照相符。 

註 2.單據開立之資料 (如未填寫則直接開立客人姓名/限自行負擔的金額)。 
 3.出發日期前 30 天取消者團費全額退款，15-30 天內取消者 50%取消費,15 天 
 內取消收全額取消費; 外島機票確認開票後不可取消及退費。 
 4. 請將同房者姓名填寫於同一張報名表上。 
 5. 團費不含機票、餐及小費。旅遊內容請參閱附件。 
 4. 以上 A,B,C,D,E 共 5 團均可隨意選擇參加任何旅遊行程，出團時間可配合調 
 整。有意參加一個以上行程，請直接與夏威夷龍門運通公司詳談。 
 4.本人同意以上述信用卡之消費金額作為夏威夷龍門運通公司辦理之旅遊費 
 用付款之保證。 
 5.收到夏威夷龍門運通公司書面回覆方完成報名。 
 6.10/15/2022 刷取團費，夏威夷龍門運通公司將於 10/14/2022 以 e-mail 預先 
 通知過卡。(以夏威夷時間為主) 
 7.不同行程成團人數亦不同，如未達成團人數，10/14/2022 將以 e-mail 通知 
 您，並協助轉團。 

mailto:dragon@dragontours.comWebsite
http://www.dragontours.com/
mailto:sophia@dragontou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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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檀香山—茂宜島 

11/15-11/17 2022(建議抵達日期 11/14/2022)

茂宜島（Maui Island）三天二夜–Tour A 

接車前往檀香山機場搭乘班飛機前往有“太陽之家”美稱的茂宜島 

太陽之家：Haleakala 火山是茂宜島最受歡迎的景點。據夏威夷傳說，Hina 女神向她的兒子毛伊抱怨 

說，太陽穿過天空太快了，讓她衣服曬不乾工作也做不完。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前，毛伊去了Haleakala 

的頂端躲藏起來。當太陽醒來時，毛伊拉開了他，並打敗了他。茂宜島提出一個讓太陽不能拒絕的提

議：他會釋放太陽，但太陽從那天開始必須慢慢地越過天空。 

Kula City 庫拉 
 

 

庫拉是山坡上的鄉村地區, 位於島的中央部分，其肥沃火山土壤盛產豐富的農

產品，供應毛伊島地區餐館的需求。從這裡可一覽無餘的茂宜島和太平洋最美

麗的景致。庫拉地區到處可見盛開的康乃馨、 天堂鳥、 蘭花。 
 

 
 

Paia Town 帕亞 

帕亞為一個獨特的夏威夷種植園村莊，起源于十九世紀後半。 近幾十年來，帕亞已

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緩慢悠閒城市, 吸引了長期居民並與世界滑浪風帆企業共存。沿

著幾個茂宜島最好的海灘，座落著獨特的商店、 精品店、 和餐廳, 妝點成為有自己

特色的小鎮。 
 

Sun Yat-sen Memorial park 孫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是在茂宜島庫拉公路邊，海拔 2400 英尺。 它有美麗的景色 （與他們的風

車），往下望向基黑(Kihei)，威雷亞(Wailea)，Puu Olai、 梅克納，西部茂宜島山和離岸

島嶼的洛基和 Kaaholawe。 這裡可看見美麗的日落。 在公園裡是孫中山和他的哥哥孫

眉的銅像、 石像的中國龍、 石拱橋和許多有趣的植物。Ulapalakua 牧場 1989 年捐贈

了土地建這個公園。 
 

哈雷阿卡拉火山國家公園觀賞日落（Haleakala National Park） 

世界最大的休眠火山，又稱太陽之家。美麗的雲海、銀色的植物，宛如月

球表面的奇幻世界。曾是 2001  年太空漫遊電影的拍攝地，和阿波羅太空登

月計劃的訓練中心。哈雷阿卡拉遊客中心是觀看足夠容納整個曼哈頓城市

的巨大火山窪地的最佳點。哈雷阿卡拉火山頂此處海拔 10,023 英尺（3055 

米），為哈雷阿卡拉火山公園海拔最高處，可以眺望大島 

第二天: 捕鯨鎮 (含午餐中式 7 菜 1 湯) 
 

Keālia Pond野生濕地包護區沿海浮橋美麗寧靜的走道和鳥類保護區，散步在木棧

道上你可以看到夏威夷的自然生態和瀕危水鳥-夏威夷白骨頂和夏威夷高蹺。亞洲

和北美水禽，包括琵和針尾鴨。太平洋金鴴從阿拉斯加遷移至此，其他來過冬的

鳥類有是非鳥和紅潤翻石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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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鯨港拉海那鎮: 1820 年至 1845 年拉海納是夏威夷王國的首府。在太平 

洋捕獵鯨魚的捕鯨船於 1819 年開始到達夏威夷，許多船隻停泊在檀香山和

拉海納。卡馬哈馬三世（1825-1854 年）統治期間，捕鯨船隊提供夏威夷

群島主要的經濟來源，直到 1859 年賓夕法尼亞州發現石油，並開始的美國

內戰（1861-1865）。 
 
 

Kepaniwai   文化遺產公園，茂宜島的市政府有個規定，任何國家的移民來

到茂宜島滿 100 周年之後，可以從政府那裏無償的拿到一塊土地，建立

紀念性的建築物，以保留母國的傳統和文化，目前這個公園由中國，日本，

韓國，葡萄牙，菲律賓，越南等公園組成，供遊客參觀，拍照。公園內也

有種植許多夏威夷的原生果樹跟植物，譬如： 香蕉，竽頭，麵包果，椰

子樹，木瓜樹，諾麗果等等。很值得一遊享受花園、大自然，並了解人們

對夏威夷遺產的貢獻.... 

 

Kapalua Bay 卡帕魯亞海灘 

卡帕魯亞海灘是在茂宜島著名的觀光海灘之一，新月形金沙灘佈滿棕櫚

樹。提供卡帕魯亞高級度假村內的遊客足夠的空間游泳和做日光浴 ，

讓身心得到完全的放鬆。 

 

 

D.T. Fleming Beach 佛萊明海灘 

佛萊明海灘位於茂宜島西北邊，在2003年被評為美國最好的海灘，是一個受歡迎 

的衝浪和我是衝浪地點。 

 

 

 

Kaanapali Beach Park 卡納帕利海灘 

卡納帕利海灘從黑岩(Black Rock)到獨木舟海灘，建有七個度假村、 鯨魚博物館，

和許多華麗的商店及餐館。海灘本身是完美的，黑岩提供懸崖跳水平台， 你

可以沿著海邊步道漫步徜徉在日落和海灘之間。 

 
 

第三天: 

今天睡到自然醒, 漫步在迷人的搖曳多姿的椰樹林和沙灘, 退房後前往茂伊機場搭機返回檀香山. 
 

Hotel: Sheraton Maui (兩人

一房含 Resort fee) 

每人報價：$1,420 含 歐胡島

接送＆茂伊島地面行程 

（含早餐及行程內標示的餐） 

* 單人房價差: $290 每晚每房 

*＋＄270 來回機票（預估） 

* 8 人以上成行專車操作 

* 導遊與酒店小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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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1/17/2022 建議抵達日期11/14/2022火

山島(Big Island)三日二夜旅遊行程 - Tour B 
. 

第一天：從 Waikiki 接機前往檀香山機場 搭機至火山島希羅 

搭乘早班飛機前往大島後，參觀希洛歷史小鎮，蘭花園，和彩虹瀑布, 午

餐後遊覽全美國唯一的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並參觀火山博物館，一睹碩

大的火山口，熔岩洞穴，地熱噴泉等。 

希洛歷史小鎮: Hilo 圍繞著月牙形海灣建成是早期繁忙的農業和漁業重心， 

在 1800 年代發展成為糖業的商業中心。在 1946 年和 1960 年這個城市被海嘯吞噬了。但重建後希洛是 

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彩虹瀑布:  Waianuenue（彩虹瀑布），它是一個有 80 尺的落差且以彩虹

圍繞而聞名。古為夏威夷王國訓練將士的地點，每當清晨或傍晚由於太

陽光斜射，使隱僻在山間的瀑布前常現美麗彩虹而形成奇景，為旅客必

遊之地。 

 

火山國家公園（Hawaii Volcano National Park） 

藉由火山女神（Pele）傳奇的神話故事，沿著全長十一公里主要的火山口邊

緣道，可欣賞著名的基勞威亞火山口圓形陷落區（Kilauea Caldera）：蒸氣

孔（Steam Vents），訪客中心以及火山口鏈路 

 

Halemaumau 瞭望台: 

Kilauea 的火山口就座落於此,在瞭望台您可以近距離的觀察到火山口, 感受大自

然的雄為,在巨大的火山口中岩漿在不斷的翻滾,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沸騰的岩     

漿. 

 

 

黑沙灘：由於火山活動不斷，夏威夷島上將會發現白色沙灘，綠色沙灘和黑

色沙灘。 Punaluu 黑沙灘位於 Kau 海岸東南部，是夏威夷最著名的黑沙灘之

一。椰子的棕櫚樹處於沙灘的上邊緣，您還可以在沙灘上發現大型的榮譽或

夏威夷綠海龜。 

夏威夷火山豆製造場（Macadamia Nuts） 世界上最大的優質火山豆生產地，其加工製造之不同口味的 

成品，為夏威夷州主要外銷土產。 

第二天： 避難所 / Mauna Kea 觀星 

Puuhonua O Honaunau: 夏威夷大島上的 Puuhonua O Honaunau 是夏威夷最著名保

存最好的古代避難所。這個佔地 182 英畝的遺址包括佛像和考古遺址，包

括寺廟平台，皇家魚塘，雪橇道和一些沿海村莊，是指定的國家歷史公園

。每年超過 375,000 名遊客，沉浸在該地區豐富的歷史中，並分享夏威夷

早期有趣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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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Gazing Tour 觀星: 夏威夷島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設置

在Maunakea 上方，海拔高達 13,796 英尺，代表 11 個國家的 13 個望遠鏡

正在觀望天空，超越我們的想像力。是世界上最高的海上山脈，被專家和

遊客視為少有的景觀。在這個高度，由於清澈的空氣和最小的光污染，星

星可以照亮天空像閃光, 雲層上的日落更令人屏氣凝神 (含晚餐: 三明治

+飲料) 

 

第三天： 上午享受酒店設施， 退房後搭機前往檀香山 

Waikoloa Hilton 酒店本身就是一個景區，內有遊船，電車， 理療 Spa， 超大型游泳池。按摩池，海 

豚池，還有一個天然海水潟湖，內有瀕臨絕種的綠海龜， 熱帶魚。可以浮潛或租用水上活動用品在湖 

中戲水。 

 

 

Hotel: Hilton Waikoloa Village (兩人一房含 Resort  fee) 

每人報價：$1,420 含歐胡島接送＆火山島地面行程 

（含酒店西式自助早餐及行程內標示的餐） 

* 單人房價差: $250 每晚每房 

*＋＄270 來回機票（預估） 

* 8 人以上成行專車操作 

* 導遊與酒店小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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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1/17/2022(建議 11/12/2022 前抵達) 
火山島(Big Island)茂宜(Maui )五日四夜旅遊行程 – Tour C 

. 

 

第一天：從 Waikiki 接機前往檀香山機場 搭機至火山島希羅 

搭乘早班飛機前往大島後，參觀希洛歷史小鎮，蘭花園，和彩虹瀑布, 午餐

後遊覽全美國唯一的夏威夷火山國家公園，並參觀火山博物館，一睹碩大的

火山口，熔岩洞穴，地熱噴泉等。 

 

希洛歷史小鎮: Hilo 圍繞著月牙形海灣建成是早期繁忙的農業和漁業重心， 

在 1800 年代發展成為糖業的商業中心。在 1946 年和 1960 年這個城市被海嘯吞噬了。但重建後希洛 

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 

 

彩虹瀑布:  Waianuenue（彩虹瀑布），它是一個有 80 尺的落差且以彩虹圍

繞而聞名。古為夏威夷王國訓練將士的地點，每當清晨或傍晚由於太陽光

斜射，使隱僻在山間的瀑布前常現美麗彩虹而形成奇景，為旅客必遊之地。 

 

 

 

火山國家公園（Hawaii Volcano National Park） 

藉由火山女神（Pele）傳奇的神話故事，沿著全長十一公里主要的火山口邊緣

道，可欣賞著名的基勞威亞火山口圓形陷落區（Kilauea Caldera）：蒸氣 

（Steam Vents），访客中心以及火山口链路 

 

Halemaumau 瞭望台: 

Kilauea 的火山口就座落於此,在瞭望台您可以近距離的觀察到火山口, 感受大自然的

雄為,在巨大的火山口中岩漿在不斷的翻滾,幸運的話還可以看到沸騰的岩漿. 

 

 

 

黑沙灘： 

由於火山活動不斷，夏威夷島上將會發現白色沙灘，綠色沙灘和黑色沙灘。 

Punaluu 黑沙灘位於 Kau 海岸東南部，是夏威夷最著名的黑沙灘之一。椰子的棕

櫚樹處於沙灘的上邊緣，您還可以在沙灘上發現大型的榮譽或夏威夷綠海龜。 

夏威夷火山豆製造場（Macadamia Nuts） 世界上最大的優質火山豆生產地，加工製造之不同口味的成 

品，為夏威夷州主要外銷土產。 

 

第二天： 避難所 / Mauna Kea 觀星 

Puuhonua O Honaunau: 夏威夷大島上的 Puuhonua O Honaunau 是夏威夷最著名保

存最好的古代避難所。這個佔地 182 英畝的遺址包括佛像和考古遺址，包

括寺廟平台，皇家魚塘，雪橇道和一些沿海村莊，是指定的國家歷史公園

。每年超過 375,000 名遊客，沉浸在該地區豐富的歷史中，並分享夏威夷

早期有趣的生活方式。 

Star Gazing Tour 觀星: 

夏威夷島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天文台之一。設置在 Maunakea 上方，海拔高達 13,796 

英尺，代表 11 個國家的 13 個望遠鏡正在觀望天空，超越我們的想像力。是世界上最高的海上山脈，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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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和遊客視為少有的景觀。在這個高度，由於清澈的空氣和最小的光污 

染，星星可以照亮天空像閃光, 雲層上的日落更令人屏氣凝神 

(含晚餐: 三明治+飲料) 

 

第三天： 大島科納—前往茂宜島 

上午享受酒店設施， 退房後搭機前往茂宜島. Waikoloa Hilton 酒店本身

就是一個景區，內有遊船，電車， 理療 Spa， 超大型游泳池。按摩池，

海豚池，還有一個天然海水潟湖，內有瀕臨絕種的綠海龜， 熱帶魚。

可以浮潛或租用水上活動用品在湖中戲水。 中午抵達 有“太陽之家”

美稱的茂宜島 

太陽之家：Haleakala 火山是茂宜島最受歡迎的景點。據夏威夷傳說，Hina 女神向她的兒子毛伊抱怨說， 

太陽穿過天空太快了，讓她衣服曬不乾工作也做不完。第二天早晨日出之前，毛伊去了 Haleakala 的頂端躲

藏起來。當太陽醒來時，毛伊拉開了他，並打敗了他。茂宜島提出一個讓太陽不能拒絕的提議：他會釋

放太陽，但太陽從那天開始必須慢慢地越過天空。 

 

Kula City 庫拉 

庫拉是山坡上的鄉村地區, 位於島的中央部分，其肥沃火山土壤盛產豐富的農

產品，供應毛伊島地區餐館的需求。從這裡可一覽無餘的茂宜島和太平洋最美

麗的景致。庫拉地區到處可見盛開的康乃馨、 天堂鳥、 蘭花。 

Paia Town 帕亞 

帕亞為一個獨特的夏威夷種植園村莊，起源于十九世紀後半。 近幾十年來，帕亞已

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緩慢悠閒城市, 吸引了長期居民並與世界滑浪風帆企業共存。

沿著幾個茂宜島最好的海灘，座落著獨特的商店、 精品店、 和餐廳, 妝點成為有

自己特色的小鎮。 

Sun Yat-sen Memorial park 孫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是在茂宜島庫拉公路邊，海拔 2400 英尺。 它有美麗的景色 （與他們的

風車），往下望向基黑(Kihei)，威雷亞(Wailea)，Puu Olai、 梅克納，西部茂宜島山和

離岸島嶼的洛基和 Kaaholawe。 這裡可看見美麗的日落。 在公園裡是孫中山和他的哥

哥孫眉的銅像、 石像的中國龍、 石拱橋和許多有趣的植物。Ulapalakua 牧場 1989 年

捐贈了土地建這個公園。 

哈雷阿卡拉火山國家公園觀賞日落（Haleakala National Park） 

世界最大的休眠火山，又稱太陽之家。美麗的雲海、銀色的植物，宛如

月球表面的奇幻世界。曾是 2001  年太空漫遊電影的拍攝地，和阿波羅太

空登月計劃的訓練中心。哈雷阿卡拉遊客中心是觀看足夠容納整個曼哈

頓城市的巨大火山窪地的最佳點。哈雷阿卡拉火山頂此處海拔 10,023 英尺

（3055 米），為哈雷阿卡拉火山公園海拔最高處，可以眺望大島 

第四天: 捕鯨鎮 (含午餐中式 7 菜 1 湯) 

 

Keālia Pond 野生濕地包護區沿海浮橋美麗寧靜的走道和鳥類保護區，散步在木

棧道上你可以看到夏威夷的自然生態和瀕危水鳥-夏威夷白骨頂和夏威夷高蹺。來

自亞洲和北美水禽，包括琵和針尾鴨。太平洋金鴴從阿拉斯加遷移至此，其他來

過冬的鳥類有是非鳥和紅潤翻石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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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鯨港拉海那鎮: 1820年至1845年拉海納是夏威夷王國的首府。在太平 

洋捕獵鯨魚的捕鯨船於1819年開始到達夏威夷，許多船隻停泊在檀香山和拉

海納。卡馬哈馬三世（1825-1854 年）統治期間，捕鯨船隊提供夏威夷群

島主要的經濟來源，直到1859年賓夕法尼亞州發現石油，並開始的美國內戰

（1861-1865）。 

 

 

Kepaniwai 文化遺產公園，茂宜島的市政府有個規定，任何國家的移民來到

茂宜島滿 100 周年之後，可以從政府那裏無償的拿到一塊土地，建立紀

念性的建築物，以保留母國的傳統和文化，目前這個公園由中國，日本，

韓國，葡萄牙，菲律賓，越南等公園組成，供遊客參觀，拍照。公園內也

有種植許多夏威夷的原生果樹跟植物，譬如：香蕉，竽頭，麵包果，椰子

樹，木瓜樹，諾麗果等等。很值得一遊享受花園、大自然，並了解人們對

夏威夷遺產的貢獻.... 

 

 

Kapalua Bay卡帕魯亞海灘 

卡帕魯亞海灘是在茂宜島著名的觀光海灘之一，新月形金沙灘佈滿棕櫚

樹。提供卡帕魯亞高級度假村內的遊客足夠的空間游泳和做日光浴 ，

讓身心得到完全的放鬆。 

 

 

 

D.T. Fleming Beach 弗萊明海灘 

弗萊明海灘位於茂宜島西北邊，在 2003 年被評為美國最好的海灘，是一個受歡迎 

的衝浪和臥式衝浪地點。 

 

 

Kaanapali Beach Park 卡納帕利海灘 

卡納帕利海灘從黑岩(Black Rock)到獨木舟海灘，建有七個度假村、 鯨魚博物館，

和許多華麗的商店及餐館。海灘本身是完美的，黑岩提供懸崖跳水平台， 你

可以沿著海邊步道漫步徜徉在日落和海灘之間。 

 

 

第五天: 茂宜-檀香山 

今天睡到自然醒, 漫步在迷人的搖曳多姿的椰樹林和沙灘, 退房後前往茂伊機場搭機返回檀香山. 

大島2晚住宿: Hilton Waikoloa Village (兩人一房含 Resort 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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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宜2晚住宿: Sheraton Maui (兩人一房含 Resort fee)  

 

每人報價：$2,540含歐胡島接送＆茂伊島地面行程 

 

（含早餐及行程內標示的餐） 

* 單人房價差: $290 每晚每房 

*＋＄270 來回機票（預估） 

* 8 人以上成行專車操作 

* 導遊與酒店小費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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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 點于 Marriott 酒店側門集合 

花一天時間取探索太平洋島嶼的豐富遺產,漫步在42英畝熱帶風光中, 

可搭乘「獨木舟」輕鬆漫遊各個村落，體驗薩摩亞、斐濟、東加、大 

溪地、紐西蘭、夏威夷等六大太平洋原住民的生活風貌。其中獨木舟 

水上舞蹈動感的演出，搭配不同特色的服裝造型，更讓現場觀眾回味 

無窮. 

 

 

每個村落中，都有獨特的文化展現。例如薩摩亞村的摘椰子、擠椰奶、鑽木取火的逗趣表演，常讓來自 

各國的遊客盡情開懷大笑；夏威夷村的呼拉舞表演，讓來賓學習如何擺動身軀，藉由呼拉舞肢體的輕柔 

舞動和搖擺，進一步瞭解玻里尼西亞人民對於上天的崇敬。 

此外，還有手作活動，運用椰葉，以靈活的手工技巧製作籃筐、草帽或傳統工藝品，也讓每一個來到夏 

威夷的旅客，都可輕易感受原住民對於大地萬物的珍惜！ 

 

 

隨後在園區品嚐豐盛美味的「夏威夷式風味

自助晚餐」獨特的島嶼風格的菜單。      

提供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味肉類菜餚，

包括精選的島上鮮魚，手工戳 / 生魚片吧， 

雕刻的牛里脊肉。也有素食/素食菜餚以及一

流的沙拉吧。獨特而美味的配菜將填滿您的膳食。不要忘記為一些美味的甜點蛋

糕留手舀冰淇淋留出空間。 

 

 

餐後前往圓形大劇場欣賞由一百多人共同演出的的大型太平洋文化歌舞

表演，由六大族群輪番上陣，搭配著雄偉壯觀的傳統音樂和情節，每一

場舞碼都非常精采。 

 

壓軸是由薩摩亞族所擔綱，以甩火炬和火球等刀光火舞，展現該民族的

雄莊威武， 可說是高潮迭起。最後再由全體舞者一同謝幕，保證讓你渡

過難忘的夜晚！ 

 

費用: 每人$165 美元, 8 人以上成團 

(Polynesian Cultural Center-Gateway Package – Tour D 

夏威夷玻里尼西亞文化中心 11/1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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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于 Marriott Waikiki Beach & Spa 酒店側門集合 

 

Chinaman’s Hat 

Mokoli’i Island 是欧胡岛最著名的地標之一。傳說火山女神 Pele 在一次神遊中，在可愛島看到一個英

俊的王子叫 Lohi'au, 於是她請姐姐 Hi'iaka 去可愛島把他帶回來。回到歐胡島後 Hi'iaka 沿 Kane'ohe 灣岸

邊的小路，遇見了一個巨龍般的生物 Mo'o。 Hi'iaka 用她的超自然力量殺死了 Mo'o，切斷了他的尾巴，

把它扔進了海洋，成為一個名叫 Mokoli’i岛。這個島嶼的形狀普遍被稱為 Chinaman’s Hat，類似於老式

的中國勞工的帽子。它可以通過皮划艇，船，衝浪板，或游泳，或在潮水中趟水。 

 

 

 

 

 

 

 

 

Fumi’s Shrimp Truck 

歐胡島北岸 Kahuku 沿海地區，是著名淡水養殖場 ，1993 年前第一批餐車開始提供鮮美的蝦餐。午餐

時間聚集無數慕名而來的遊客, 在眾多的蝦餐供應商中，台商會何文祥會長的餐車最著名, 曾經得過全

美最好吃的餐廳第三名。 

 
 

Haleiwa 衝浪古鎮 

這個洋溢著夏威夷式傳統風光的小鎮，以沖浪之城的稱號而聞名，街上

林立著不少小型的藝廊、餐館、古董店，以及販賣衝浪板的店鋪，這兒

距離威美亞山谷（Waimea Valley）、日落海灘（Sunset Beach）及筒狀波浪區

（Banzai   Pipeline）很近，更是衝浪者、演出者、釣魚者和觀光客的最愛。

另外，知名的彩虹雪花冰誕生於此，據說，它最早是由日本的一位農場

工人引進歐胡島，鎮上目前有 H. Miura、Matsumoto's、Aoki's 等 3 家雜貨

商店，以販賣彩虹刨冰而聞名，店內絡繹不絕的遊客大排長龍， 有機

會來到這兒，不妨入境隨俗嚐一杯加上香草霜淇淋或紅豆等配料的雪花

冰，甜蜜透心涼！ 

 

黃金北岸線大環島 11/16/2022 – Tou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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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et Beach 落海灘 

聽說是 OAHU ISLAND 風景最美的地方，SUNSET  BEACH 顧名思義擁有最美的日落景色曾經聽過一首歌叫 

<Sunset Boulevard> 而這裡在海邊當夕陽西下整片海都幻 

化成閃閃的橙色讓人陶醉 

 

 

 

 

 

 

Dole Plantation 

Dole 鳳梨種植園是 Dole 先生起家的地方，他一手將夏威夷的鳳梨種植業推向高峰，並且使 Dole 成為美

國幾乎壟斷的鳳梨供應商。現在成為了了解鳳梨的種植、品嚐各種鳳梨製品的樂園。在鳳梨莊園內可以

自費乘坐 Pineapple Express 小火車環遊莊園，也可以自費在有吉尼斯紀錄的世界最大迷宮內探險。小火

車 15 分鐘一班，要去車站需要先穿過一小片鳳梨花園，裡面種著許多不同品種的鳳梨，紅的黃的綠 

的，很多人第一次見到鳳梨原來是長在帶刺兒的灌木上的，真的很神奇。這片小花園不買票也是可以進

來走的。另外，由新鮮鳳梨做的鳳梨冰淇淋也是必品嚐的一個特色。 

費用: 每人$125 美元, 8 人成團 

 


